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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改造时
造成损失谁承担？

案例：秦女士所住的院落近期
正在进行改造，谁知工程队在拆除
旧墙砖时没注意，把秦女士一家的
网络线扯断了。后来，秦女士自己
找到网络公司来换线才弄好。“虽
然花费并不多，但秦女士还是想知
道，在院落改造过程中给居民造成
的损失，是应该找工程队还是找社
区呢？”

律师解答：根据我国《侵权责
任法》的相关规定，通常情况下，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该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
案中，工程队在拆除旧墙砖时由于
疏忽损坏了秦女士家的网络线，因
此，作为损害后果的直接责任人，
工程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至于社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
任，则需要进一步确认社区是否在
此次损害事故中存在过错。假如
社区未提醒、未告知工程队拆除的
范围和必须注意的事项，甚至是在
社区人员的指挥或指示下将秦女
士家的网络线扯断的，则社区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一般情况
下，秦女士的损失应向工程队进行
主张。

做客嘉宾：胡巧巧，英国利物
浦大学法学硕士，四川中法律师事
务所实习律师。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
中段88号ACC中航城市广场A区
20楼2005号

电话：（028）6767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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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社区报记者 徐倩

为进一步规范商品住房销
售行为，维护成都市房地产市
场秩序，11月16日，成都市城乡
房产管理局与成都市司法局发
布《关于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
用公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全市新取得预售许可或现售
备案的商品住房，开盘销售全
部采取公证摇号排序选房的销
售方式。

广大购房者可以放心的
是，《通知》明确要求，“全款支
付”不得被“额外对待”，同时开
发企业不得设置捆绑销售、挂
牌价外收费等不利于购房人的
登记条件，摇号过程将由公证
机构作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摇
号排序结果应当场公示，同时
排序时间应在“白天”。

“公证摇号”排序选房
“全款支付”不得优待

此次摇号范围暂定在本市
房地产市场调控期间，本《通
知》印发之日起，全市新取得预
售许可或现售备案的商品住
房，开盘销售全部采取公证摇
号排序选房的销售方式。

《通知》一是要求房地产开
发企业应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或现售备案之日起 10 日内，
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
套房源价格，严格按照申报价

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二是
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盘销
售前，应当制定购房登记规
则。购房登记规则应符合国家
和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以
及商品住房销售管理规定，不
得设置仅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
业或中介机构内部、全款支付
等部分购房人的登记条件，这
意味着“全款支付”不得被额外
对待。

同时，不得设置捆绑销售、
挂牌价外收费等不利于购房人
的登记条件。登记购房人、摇
号选房人、合同签订人保持一
致。登记时间不得少于3日。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购房登
记前，在商品住房销售现场公
示购房登记规则、全部准售房
源（含户型）、购房登记时间、摇
号和排序结果公布时间、选房
时间等相关事项。

开盘前3日发摇号公告
摇号排序时间应在白天

在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区
域，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购
房登记时，向登记购房人宣讲
成都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并
核验登记购房人的购房资格证
明材料后报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复核。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将复核
后的具备购房资格的《登记购

房人名册》予以保存并及时反
馈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公证机
构。复核后具备购房资格的购
房人信息方可导入摇号系统。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盘销
售前3日发布摇号公告，同时公
示导入摇号系统的《登记购房
人名册》。

摇号排序选房应使用公证
机构提供的电脑摇号软件，并
由公证机构全程现场监督公
证，摇号排序结果应当场公
示 。 摇 号 排 序 时 间 应 在 9:
00-18:00之间。

在公证摇号选房结束的10
日内，将摇号排序和选房结果
公证书报送当地房产行政主管
部门。

放弃房源按序递补选房
房价不得高于原开盘销
售时公示价格

《通 知》强 调 要“ 依 序 选
房”。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公
布的选房时间，组织购房人根
据选房顺序号依序选房，并当
场通过全市统一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网上签约与备案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签约系统）在线签
订《商品房认购书》或《商品房
买卖合同》。

因放弃选房所空房源或者
按约解除《商品房认购书》、《商

品房买卖合同》所退房源，在公
证机构监督下，依原公证摇号
产生的选房顺序号按序递补选
房，房屋价格不得高于原开盘
销售时公示的价格。

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登记人、摇号人、合同签
订人须一致

《通知》强调维护购房人合
法权益。网上签约系统对处于

“定购”、“拟定合同”状态的房源
予以锁定，一律不予变更合同主
体，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商
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时，对登
记购房人、摇号选房人、合同签
订人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同 时 ，严 厉 查 处 违 规 行
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督检查，发现房地产开
发企业违反本通知规定的，一
经查实，一律暂停当期开盘销
售商品住房的网签资格，暂停
后续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或现
售备案受理，纳入成都市房地产
市场信用黑名单，并在“成都信
用网”公开曝光；涉及虚假宣传、
捆绑销售、价外加价、价格欺诈、
规避纳税、炒卖房号、首付贷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分别抄送工
商、发改、税务、公安、金融等行
政主管部门；构成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据“封面新闻”

乐高®认证拼砌大师来成都
亲手创作城市大作

“乐高®认证拼砌大师 ”洪
子健先生拥有十多年之经验，曾
举办 50 多场展览，吸引了超过
500多万人观赏。本次，他将以
超100万粒乐高®积木与超千组
VIP 家庭合作拼砌出时代奥莱
的全新面貌。

纵观乐高®此前在其他城市
的艺术创作，无论是上海乐高®

探索中心的“迷你版上海”,还是
捷克的星球大战乐高®模型，抑
或是匈牙利布达佩斯打破了当
时世界纪录的乐高®塔，都成为
了代表一座城市的艺术作品。
这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成都时代
奥特莱斯新面貌模型的出现，或
将成为成都的城市艺术之作。

在艺术中成长
邀上千家庭参与

艺术创作在现在家庭教育
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次
艺术创作，不仅可以提升孩子们
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也能让孩子
在艺术创作中得以进步与成

长。据介绍，从2017年11月25
日到 2018 年 1 月 6 日的每个周
末，主办方将邀请超过千组VIP
家庭共同参与，用乐高®积木拼
砌出时代奥莱新形象的马赛克
画面墙 。

除此之外，从2018年1月6
日到2018年2月25日的每个周

末，受邀家庭还可以参与用乐高
®积木拼砌时代奥特莱斯新面貌
模型工作坊，参与工作坊的家庭
在完成后可领取模型纪念品回
家。

据悉，2018 年 3 月，洪子健
先生用乐高®积木拼砌而成的成
都时代奥特莱斯新面貌模型将

在时代奥特莱斯亮相。主办方
时代奥特莱斯负责人表示，拼出
时代奥莱新面貌作为庆祝时代
奥莱8周年的相关活动，本次活
动将为成都这座城市创造出独
特的艺术作品。翻新过后的时
代奥莱，也将为成都人民带来更
好的购物体验。

乐高®认证拼砌大师空降成都
时代奥特莱斯见证城市艺术

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3月，成都时代奥特莱斯将以“时代奥莱焕新颜·
购物玩乐新一章”为活动主题，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用超过100万粒乐高®

积木堆砌的时代奥特莱斯新面貌画面墙，时代奥特莱斯建筑风格的限量版小屋以
及时代奥特莱斯新面貌模型 。活动期间，“乐高®认证拼砌大师 ”洪子健先生将为
时代奥莱8周年创作出4款独一无二的乐高®艺术设计。同时，时代奥莱计划邀请
超过1000组VIP家庭共同参与堆砌，让孩子们在艺术创作中得到成长与进步。

11 月 16 日，成都市公交集
团公司召开新闻通气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为了让市民更加
准确地掌握线路车辆运行规
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升运
营效率和服务水平，成都公交
集团将在主城区及城市外围区
域选取15条线路按时刻运行。

“我们将在 17 日晚在站台
公布每班车的到站时刻，车辆
将严格按公布的时间运行。”公
交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根据线路沿线行驶道路条
件，快线在22点以后（含22点）
发车班次、支线在21点以后（含
21 点）发车班次实行按时刻运
行，全天发车间隔在 20 分钟以
上且交通条件较好的支线和社
区巴士线路实行全天按时刻运
行，涉及区域有主城区主干道、
二环路至三环路外区域、三环
路外区域。“考虑到冬季到来，
车辆行驶受到道路条件、天气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车辆到站

可能会出现延误的情况，公交
集团公司将加大车辆运行和调
度力度，尽量减少影响。”如果
车辆提前到站，在不影响交通
的情况下不会提前离站。

据了解，线路实行按时刻
运行后，公交集团公司将加大
车辆和客流监测。明年将继续
扩大按时刻运行服务，确保夜
间和全天有条件按时刻运行的
线路进一步增多。

根据计划安排，分三个批

次选取快线、支线和社区巴士
各5条，线路分别为：

第一批次5条线路11月17
日实行，线路有 1 路、4 路、47
路、58路、99路。

第二批次5条线路11月18
日实行，线路有157路、187路、
196路、226A路、226B路。

第三批次计5条线路11月
19 日实行，线路有 169 路、172
路、202路、258路、1095路。

华西社区报记者 吴小红

成都商品住房销售施行公证摇号选房
“全款支付”不得优待，登记购房人、摇号选房人、合同签订人须一致

成都优选15条公交线路按时刻运行
涉及主城区主干道、二环路至三环路外区域、三环路外区域


